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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推動提升英語學習力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行政院109年9月4日院臺教字第1090186824號函核定「前瞻基礎建設

-人才培育建設-2030雙語國家政策」之工作項目「社會系統輔助英語學

習」，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貳、目標 

為強化社區長者在地化英語學習機會與資源，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轄屬樂齡學習中心為英語教育提供平臺，提供社區長者近便性與普及

性的英語學習資源。 

參、補助對象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 

肆、計畫執行期程 

110年1月至111年12月31日。 

伍、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 本實施計畫依「教育部補助辦理樂齡學習活動及獎勵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樂齡學習業務實施要點」，及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補助事項，採逐年審核方式辦理。 

二、 補助基準：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核定補助經費額度。 

三、 申辦計畫類型： 

(一)補助開設樂齡英語班(申請表如附件1)： 

1. 申請單位應詳實填寫計畫，配合推動英語學習政策，辦理以英語為主

軸之課程，所辦理之模式為英文歌唱、英文會話、英文話劇演出及英

文故事書閱讀及討論或其他創新教學等，以融入長者日常生活及興趣

之型態、內容進行，規劃與執行。 

2. 各申請單位所提計畫，需含計畫對象、招生人數(每班以20人為原則)、

開班期程、師資及配合本計畫需申請之設備等資料，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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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費表，須依據本部補（捐）助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二)補助辦理樂齡英語村： 

本子項計畫實施目標為提升社區長者的實際運用英語能力，辦理

情境體驗教學及祖孫共學英語體驗營。 

本子項計畫實施期程為110年7月至111年12月，經費採一次核定，

分年撥付，其實施方式如下： 

1.情境體驗教學(申請表如附件2) 

由各縣市政府協調樂齡學習示範(優質)中心建置社區英語模擬情

境，並以樂齡組織及社區民眾會接觸之實用英語為主，辦理情境體驗

教學，如下： 

(1)實施對象 

① 樂齡學習相關組織之人員(含主任、承辦人及志工等)：轄區內樂

齡學習相關組織(含長青學苑、社區關懷據點、長照站等，均可

參與)學習以英語向國際人士介紹自己所服務之組織特點及任務。 

② 樂齡學員：學習國外旅遊之英語會話(如機場出入境、購物、點

餐、住宿等)，以及國內遇國際人士之英語會話(如問路指路、簡

單接待及轉介服務等)，並宜設有模擬機場、海關、機艙、旅館、

商店等模擬情境設施。 

(2)專業教師：建議召募各級學校退休英語教師優先擔任，每堂課程除

專業教師，並得聘請助理教師，協助指導發音及練習對應，聘請之

名額雖不限，惟須確實有授課之事實，方得聘請；前述專業教師亦

得聘請外籍教師，惟請注意是否能與社區長者溝通。 

(3)課程內容：各申請單位須就所規劃之對象，提供課程教學計畫目標、

課程大綱及內容。 

(4)模擬情境設計 

為設計模擬情境，各縣市政府須協調示範(優質)中心或樂齡學

習中心，尋覓適合場地，成立英語村之模擬情境，得申請補助推動

課程所需空間布置、教學器材、設備及強化建築物安全等各項充實

室內友善環境空間之經費等。 

本項子計畫涉及環境建置之資本門運用，除提出建置環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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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課程外，須說明後續運作方式。 

2.祖孫共學英語體驗營(申請表如附件3) 

(1)結合各縣市政府目前現有之英語村空間(含可規劃運用之空間)，辦

理採類似夏令營方式之活動，以學習及體驗英語為主，讓長者回顧

學生時代的生活，並學習開口說英語。 

(2)空間：配合樂齡長者的學習特性，提供舒適及安全的空間，各中心

招募學員應以該縣市為主，不得僅限於所轄之樂齡中心所在地之學

員。 

(3)活動規劃：內容以高齡者可學習之藝術、體適能、代間教育(如祖

孫共學英語體驗營)等課程為主，另可由執行之單位提供其他具創

意課程構想，以輕鬆互動的教學方式啟發長者對英文的興趣，所提

供之課程，可採外籍教師搭配本國籍教師進行。 

(4)全程研習完畢，以縣市名義頒予結業證書。 

陸、申請與審查 

一、 各縣市政府應於本部規範時限，轉知轄屬樂齡學習中心承辦單位擬具申

請計畫，各縣市政府進行初審後送部審核(審查表格如附件4)，本部得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複審。 

二、 本計畫之經費將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及「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之標準進行審查，所需經費如未獲立

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將依審議結果調整，重新核定補助額度，

並依預算法第54條規定辦理。 

柒、成效考核 

一、各縣市政府於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本部之要求提供各階段工作進度及

成果資料(含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次)等資料，作為追蹤考核，並接受本

部各項審查及督導。 

二、各縣市政府應依計畫規定執行，受補助單位如未依核定計畫執行、績

效不彰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限期改善，屆時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

已核定之補助，除追回全部補助款項外，並停止申請本部相關經費。

另作為以後年度計畫補助款額度之參據，亦得列為本部相關督導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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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核項目。 

三、各項活動辦理完畢，應於2個月內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資料(如

附件5)。  

四、評估及撰寫實施成效（含每梯次之學員評估與滿意度評析、評估執行

成效、建議等），並拍攝學習紀錄與寫特色個案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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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開設樂齡英語班申請表】 

 (每一申請單位填報1份，雙面印刷、左釘) 

一、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聯絡方式 

1.申請單位（請註明全稱）： 

2.中心全稱： 

3.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 

4.中心地址: 

5.申請單位負責人聯繫方式：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6.申請單位承辦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7.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8.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運作方式 

（一） 計畫對象： 

（二） 招生人數：每班以20人為原則。 

（三） 開班期程及時間： 

（四） 配合本計畫需申請之設備： 

（五） 活動類型： 

【以英語為主軸之課程(或活動)，英文歌唱、英文會話、英文話劇演出

及英文故事書閱讀及討論或其他創新教學等】。 

（六） 教師條件：應具備英文課程專長之教師(請詳填附表)。 

講師姓名 授課課程名稱 

(如多門授課請逐一列出) 

講師現職或經歷及教授英

語背景(請詳實列出) 

講師類別(請填號

碼，參考以下列

類別，可複選) 

    

    

    

1. 樂齡學習專業人員：樂齡專案管理師 

2. 樂齡學習專業人員：樂齡講師(一般講師) 

3. 樂齡學習專業人員：樂齡講師(核心課程講師) 

4. 樂齡學習專業人員：高齡自主團體帶領人 

5. 大學(專)校院師資 

6. 專業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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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請敘明) 

三、 活動實施內容(如申請多項子計畫，請逐一列出) 

須包含課程名稱、辦理時程、教學計畫目標、課程大綱、課程內容、預

估辦理場次及參加人數。 

四、 所需經費(請另填 Excel經費申請表) 

五、 預期效益(含量化分析)，共辦理____場次活動，預估參加人數_____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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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樂齡英語村—情境體驗教學】 

(每一申請單位填報1份，雙面印刷、左釘) 

一、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聯絡方式 

1.申請單位（請註明全稱）： 

2.中心全稱： 

3.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 

4.中心地址: 

5.申請單位負責人聯繫方式：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6.申請單位承辦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7.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8.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運作方式 

（一） 計畫目的 

（二） 實施對象 

（三） 計畫執行方式（請詳述） 

1. 課程教學目標 

2. 課程規劃大綱 

3. 課程執行內容(含完整課程表及活動流程) 

4. 實施時程 

5. 課程教師及助理教師名單(需列出經歷及教授英語背景) 

（四） 環境設計建構 

1. 環境空間圖：內部及外部照片各5張，另提供該空間位於單位之空

間圖，並提供繪製完成空間改造示意圖。 

2. 經費分析說明 

(1) 申請經費之需求說明及分析 

(2) 提出申請推動課程所需空間改造、教學器材、設備及強化建築

物安全等各項充實室內友善環境空間之經費，需含各項經費項

目、單價、數量及說明(經費另填 Excel經費申請表)。 

   (五)預期效益(含質化及量化之分析) 

(六)後續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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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樂齡英語村—祖孫共學英語體驗營】 

 (每一申請單位填報1份，雙面印刷、左釘) 

一、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聯絡方式 

1.申請單位（請註明全稱）： 

2.中心全稱： 

3.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 

4.中心地址: 

5.申請單位負責人聯繫方式：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6.申請單位承辦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7.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8.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運作方式                      

(一) 計畫目的 

(二) 實施對象 

(三) 計畫執行方式（請詳述） 

1. 課程教學目標 

2. 課程規劃大綱及內容簡述 

3. 課程執行內容(含完整課程表、每天活動流程) 

4. 實施時程 

5. 課程教師名單(含外籍師資及本國籍教師) 

三、所需經費(請另填 Excel經費申請表) 

四、預期效益(含量化分析)，共辦理____場次活動，預估參加人數_____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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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OOO年度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辦理英語學習力計畫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建議補助金額一覽表 

 

序號 
申請之樂齡學習中心名稱 

（請填全名） 
申請經費(元) 

縣市建議補助金額

(元) 

    

    

    

 

  



10 
 

附件4-2、OOO年度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辦理英語學習力計畫設備（物品）

申請一覽表一覽表 

一、 本表所稱「資本門」係為單價達（含）1萬元之設備，單價1萬元以下

則稱「物品」。 

二、 本項目需列為申請之縣市政府財產（或物品管理），並應建立財產（物

品）編號妥為保管，標籤處須註明「補助年度」及「教育部補助」字

樣，如未來不續辦，可移動式設備（物品）（如：教學設備、桌椅等）

應由督導之縣（市）政府回收後，移撥其他需要中心。 

申請之樂齡學
習中心名稱 
（請填全名） 

申請設備名稱 
（物品） 

單價
(元) 

數量 
申請經費

(元) 
申請理由 

      

      

      

      

【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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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中心辦理英語學習力計畫成果封面】 

裝訂原則 

1. 雙面印刷。 

2. 為利存檔，左側裝訂。 

3. 勿用長尾夾、檔案夾及內頁透明袋裝成果。 

 

 

 

○○○年○○縣市○○○（鎮、市、區） 

樂齡學習中心辦理英語學習力 

(註明子計畫名稱) 

成果報告書 

 

 

 

 

 

                承辦單位：（請填申請單位全名）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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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辦理 ooo年度 ooo樂齡學習中心 

辦理英語學習力(成果報告表) 

計畫名稱  辦理地點  

補助金額 新臺幣       元整 辦理期間 自109年1月1日起       

至1   年   月   日止   

活動場次  參與人次 
男  女  

合    計  

附件 □ 印刷品 □課程表或流程表 □電子檔  □其他 

執行過程及成果概述（至少200字，針對該項課程之執行過程提報，以利檢

核）： 

 

效益評估（如問卷調查或學員回饋意見等，至少200字）： 

  

檢討與建議事項（針對中心執行或對縣市政府及教育部建議，無則免填）： 

【可統一撰寫】 

其他： 

1. 請檢附簽到單影本、活動相片（另以Ａ４直式紙黏貼，含活動過程，並加

以文字說明） 

2. 請檢附整採購之相關設備等照片，並圖說，以利檢核。 

3. 每一項子計畫除了依據本表填寫外，所檢附照片需清楚，如印製成黑白，

請注意顏色，輔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加附於本表後。 

例： 文字說明：（說明辦理情形，請用附頁整理。） 

 

本表如不敷使用，另以 A4用紙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 

 

 


